
編號 抽驗日期
檢體名稱

(包裝產品有效日期)
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址 查核結果

1 2019/09/05
冷凍白蝦

(有效日期2021/7/4 )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信義松隆分公司/臺北市

信義區松隆路125號

福國冷凍股份有限公

司/宜蘭縣五結鄉利工

一路2段56號

符合規定

2 2019/09/05
台灣鯛魚腹片(中)

(有效日期2020/7/25)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信義松隆分公司/臺北市

信義區松隆路125號

保證責任雲林縣口湖

漁類生產合作社/雲林

縣口湖鄉民生路1-82

號

符合規定

3 2019/09/05
吳郭魚(大)

(有效日期2019/9/6 )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信義松隆分公司/臺北市

信義區松隆路125號

元鯕股份有限公司/臺

北市萬華區長順街44

號

符合規定

4 2019/09/05
冷凍白蝦

(有效日期2020/11/1)

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忠孝分公司/臺北市信義

區忠孝東路5段297號B1

至B3

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

限公司/嘉義縣布袋鎮

上海路171號

符合規定

5 2019/09/05
花蟹

(有效日期2021/8/15)

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忠孝分公司/臺北市信義

區忠孝東路5段297號B1

至B3

高洪有限公司/臺北市

萬華區萬大路493巷12

弄9號

符合規定

6 2019/09/05
台灣牛奶大文蛤

(有效日期2019/9/8)

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忠孝分公司/臺北市信義

區忠孝東路5段297號B1

至B3

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忠孝分公司/臺北市

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

297號B1至B3

符合規定

7 2019/08/29 蛤蜊

一檍有限公司(錢都日式

涮涮鍋)/臺北市士林區

承德路4段79號1樓

士林公有市場攤販109

號攤/臺北市士林區基

河路101號

符合規定

8 2019/08/29
冷凍生白蝦

(有效日期2021/1/30)

富樂台式有限公司(富樂

台式涮涮鍋)/臺北市士

林區承德路4段75之1號

華譽食品股份有限公

司/新北市五股區五權

路14號3樓

符合規定

9 2019/08/29 大比目魚切片

華榮市場內水產販售攤

販/臺北市士林區華榮街

4號

洋利國際股份有限公

司/屏東縣長治鄉神農

東路18號

符合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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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2019/08/29 蛤蜊

華榮市場內水產販售攤

販/臺北市士林區華榮街

4號

怡○/0913757○○○ 符合規定

11 2019/08/29 螃蟹(紅蟳)

璞園餐飲事業有限公司

(市招:台南海鮮會館)/

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30

號B1

宏業水產公司/臺北市

士林區西寧市場19號

攤

符合規定

12 2019/08/27 馬頭魚

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

(市招:台北凱撒大飯

店)/臺北市中正區忠孝

西路1段38號2樓

勇貝商行/臺北市信義

區虎林街161號3樓
符合規定

13 2019/08/27 旭蟹

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

(市招:台北凱撒大飯

店)/臺北市中正區忠孝

西路1段38號2樓

國昇企業社/臺北市萬

華區萬大路534巷35號
符合規定

14 2019/08/27
帶頭草蝦

(有效日期2022/4/16)

韋禹有限公司(市招:極

品軒)/臺北市中正區衡

陽路18號1樓、2樓、18

之1號1樓、2樓

旭洋冷凍水產有限公

司/高雄市新興區中正

三路55號26樓之2

符合規定

15 2019/08/27 蛤蜊

韋禹有限公司(市招:極

品軒)/臺北市中正區衡

陽路18號1樓、2樓、18

之1號1樓、2樓

來成海產行/嘉義縣東

石鄉東石鄉型厝村70-

2號

符合規定

16 2019/08/27 金目鱸

一郎餐飲股份有限公司

民族營業所(市招:一郎

日本料理)/臺北市中山

區民族東路336號5樓

王○玲/0932381○○

○
符合規定

17 2019/08/27
冷凍草蝦

(有效日期2022/1/31)

一郎餐飲股份有限公司

民族營業所(市招:一郎

日本料理)/臺北市中山

區民族東路336號5樓

友連國際開發股份有

限公司/新北市林口區

工二工業區工九路18

號

符合規定

18 2019/08/27
文蛤

(有效日期2019/9/1)

臺北漁產運銷股份有限

公司民族營業處/臺北市

中山區民族東路410巷2

弄20號

臺北漁產運銷股份公

司民族營業處/臺北市

中山區民族東路410巷

2弄20號

符合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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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2019/08/27
生小管

(有效日期2020/8/6)

臺北漁產運銷股份有限

公司民族營業處/臺北市

中山區民族東路410巷2

弄20號

臺北漁產運銷股份公

司民族營業處/臺北市

中山區民族東路410巷

2弄20號

符合規定

20 2019/08/27
冷凍煮螺

(有效日期2022/3/4)

半斤九兩食品有限公司/

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42

之1號1樓

鈜旭有限公司/新北市

永和區中正路378號6

樓之1

符合規定

21 2019/08/27
冷凍扇貝肉

(有效日期2021/3/3)

半斤九兩食品有限公司/

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42

之1號1樓

明行實業有限公司/高

雄市前鎮區佛公路209

巷11號1樓

符合規定

22 2019/08/26 南蝦

仙妮蕾德餐旅管理有限

公司（市招:王朝大酒

店）/臺北市松山區敦化

北路100號

加嵩有限公司/臺北市

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96

號9樓

符合規定

23 2019/08/26 石斑

仙妮蕾德餐旅管理有限

公司（市招:王朝大酒

店）/臺北市松山區敦化

北路100號

勇來企業有限公司/新

北市中和區建康路254

號1、2號

符合規定

24 2019/08/26 金目鱸魚

仙妮蕾德餐旅管理有限

公司（市招:王朝大酒

店）/臺北市松山區敦化

北路100號

王○淵/臺北市萬華區

三水街111號
符合規定

25 2019/08/26 冷凍生白蝦

台北西華大飯店股份有

限公司-怡園中餐廳/臺

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

111號2樓

冠和海產有限公司/臺

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4

段169號1樓

符合規定

26 2019/08/26 南非小綠鮑

台北西華大飯店股份有

限公司-怡園中餐廳/臺

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

111號2樓

全興水產有限公司/新

北市淡水區公明街46

號

符合規定

27 2019/08/26 處女蟳

台北西華大飯店股份有

限公司-怡園中餐廳/臺

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

111號2樓

全興水產有限公司/新

北市淡水區公明街46

號

符合規定


